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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特 長

1.提供 7神基本沢l量方法 :

● C∨ 沢l量  ● LSV ttl量   ●単屯位隣版it吋 屯流法

●単屯流隣駄if吋 屯位法   ●双屯位隣厭if吋 屯流法

●双屯流隣妖汁吋屯位法   ●自然屯位双1量

2.采用彩色液晶昆示屏監測波形変化 ,可単独使用。

3.双1量的数据可以用 ∪SB妃惚十保存。

4.在双1量述程中允汗変更操作条件 ,使双1量更加方便。

5.采用数字濾波器有数減少曝声的影的。

6.可以同銭 (LAN)与 if算机達接 ,実現近程控制。(可逸項 )

園 基本測量模式

項  目 測量模式 庇用波形

■ 相描技木

以任意速度遊行屯位相描,井記最屯

流胸座模式,遊行氣化述原屯位,反泣

速度等屯化学基本国素的測量。

CV
(Cyclic Voltammetry)

LSV

(Linear Sweep Voltammetry)

■ 除蹟技木

将屯位或電流突然升高或降低 (隣

氏),記最屯流或屯位的口向庇模式,逃
行ソ散系数等屯化学基本因素的測量。

CA(単屯位除妖 )

(Slngle step Chrono― amperometry)

CP(単屯流除販 )

(Single Step Chrono― Potentiometry)

CA(双屯位除以 )

(Double Step ChrOnO― amperometry)

CP(双屯流除以 )

(Double Step ChrOno― Potentiometry)

■ 其他 自然屯位測量 :避行自然屯位的連袋波l量

(Rest Potential Measurement)

自我診断 :采用佃負載遊行自我診断 (模似 CV法測量 )

(Diagnostic Check)

点数据漢取 :移劫光林,可 以漢取双1量数据中任意指定点的数据。



鰈 操作設定

[参数没定指南 ]

毎一介逃定后的双l量模式都昆示在其寺用的没定界

面中,依据参数指南可以彼容易地逆行汎1量 条件的

没定。

[没定参数的栓査 ]

対千没定的操作条件参数会逆行栓査,輸入数値処

千規定苑国タト的情況下,会警告出現錯俣。

男タト,輸入数値的苑El会在指南中昆示出来。

鼈 返程控制 自分析軟件 (可逃功自ヒ)

[阿絡配置 ]

在使用返程控制・分析軟件的情況下 ,if算机与 HSV-110

之同以阿絡 (LAN)連接。

達接方式力対等模式。

[返程控制 ]

采用返程控制軟件由if算机対 HSV-110逆 行控制吋,其
人机界面与本机完全相同,没定、操作容易逆行。

由if算机逆行返程控制吋,除了具有与本机相同的控制功

能外,逐増加了ケ展功能。

一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沢」量棋式逃拝

参数没定指南

操作参数没定

状恣桂
(可呈示錯渓内容 .

没定指南等 )

[返程控制吋的打展功能 ]

数据文件操作

HSV l10在直接模式下双」量的数据可以上侍到il算机中。

可存備測量数据文件 ,井対数据選行解析。

可載入保存的数据文件 ,利用以前数据的双l量条件。

指定屯位相対値 可以没定基子参考屯位的屯位相対値 ,

[数据分析 ]

対干岐最后的測量数据,可以依据数据分析軟件的分析菜単逃行各神分析。

分析后的数据可与 Windows荷立軟件共用,原始報告ギ作成容易。

数据政取
保存后的双1量数据文件和解析后的双1量数据文件均可使用。

可漢取文本形式的数据文件。

平滑 数据可用移劫平均法処理

放大、縮小 可放大表示双l量 国上任意指定苑曰

点数据漢取 可漢取測量圏中任意指定点的数据

創建、消除基銭 依数据分析的需要可在双」量圏上創建基銭

創建、消除参考宜銭 可在測量国上CJ建参考宜銭 ,輔助分析数据

庫俺値it算 可算出指定苑国内的庫俺値

峰値沢男J 可以昆示出指定苑国内的峰値数据

半波屯位 E1/2値 il算 可由伏安 (CV)国上的Fll扱峰値和明扱峰値il算 出中同屯位値。

長度沢1量 可算出澳1量国上指定両点同宜銭達錆吋的 △X、 △Y値。

[数据分析界面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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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屯位伐

函数友生器

数据測量能力

昆示器、iE最和輸出

其 他

最大輸出屯圧 ±12V

最大輸出屯流 ±100mA

屯流測量苑曰
100mA、 10mA、 lmA、 100A、 10μ A、 lμ A、 100nA、 10nA、

Auto(3段 茫曰和自動凋市量程 )

控制屯圧 (恒屯圧控制吋) 0～ ±6V(没 定分排率:lmv)

据歯波拍描速度
10V/sec～ lmV/min

(7量程 )

CV測量周期数 1～ 99周 期或達袋

歩逃吋同没定同隔 l msec～ 999 9min(2量 程単位 sec/min)

屯圧双1量精度 慎取数値的 ±02%± lmV

屯流測量精度
100mA～ 10μ A苑目:慎取値的±0.5%± 02%(FS)
lμ A～ 10nA苑日:漢取値的±2%± 2%(FS)

采祥同隔
20 μs～ lm n

(8段苑曰和自劫凋市量程 )

双1量用昆示器 65英 寸彩色液晶昆示器

数据輸出 USB氾惚十対皮

汁算机逸程控牛1瑛机方式 朕机:LAN達 接 ,対象0,Wlndows V sta Buslness

外現(W× H× D) 260× 165× 313mm

盾 量 釣 50 Kg

屯 源 AC 100～ 240V  06A

清注意,因声品改良机i己載内容可能存在有変動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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